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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索取别打着“自愿捐助”
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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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话题 /

教师补课，
“校长连坐”
？

顾骏
他们对教师的尊重和对教育的敬
畏？当然，如果家长足够配合，学
校和教师也会投桃报李，给孩子更
多照顾。但这样的做法形同索贿，
又会把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引向哪里
去呢？
近年来，个别地方的学校管理
者仗着手中掌握的一些公共资源，
行以权谋私之道，遭遇教育主管部
新学期刚刚开始，有多家媒体
门整治也不止一次。但令人奇怪的
报道，一些地方的小学不是要求家
是，今年开学以后，不少学校竟然
长“做贡献”，就是给学生上“资源
一起出现这类问题。是一些地方的
项目”，前者从饮水机到拖把，都会
学校突然集体“犯病”，还是在他
动员家长“捐助”，后者则包括从收
们看来，教育主管部门对他们的所
费的“校讯通”到“糕点钱”，不一
作所为会坐视不管？如果真是后
而足。
者，那就要问问当地教育主管部
学 校 原 本 是 教 书 育 人 之 场 所 ， 门：何以由着一些基层学校和教师
倘若从校领导到教师都如此让家长
如此胡闹？
违心掏钱，那与“为人师表”离题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许也有委
万里不说，更坏的是让孩子们看到
屈，年年要求基层办学机构不能乱
学校如此做法，岂不会从小损害了
收费，各种文件中一条条写得明

今日
评

这么一问，家长们或许也会感
对于学校和教师要求家
到委屈。大人固然可以不怕校长或
长“做贡献”
“自愿捐助”之类
老师，可孩子总得交给学校，总不
的歪风邪气，整治之道只能
可能天天跟着陪读。明白了这一点
是，
不管以什么名义、
以什么
就会理解，家长除了发发牢骚，还
形式出现，
一概要问责当地主
能怎样？
管教育部门负责人。
从操作层面来说，即便家长有
心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媒体举报
学校和教师的一些错误做法，不说
举证艰难，查实不易，即便举报成
功，当事学校和教师受到的处罚，
一般也不会太重。家长举报的成本
确，哪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
如此之高，当事学校和教师的违规
策”，不让强制，就搞“自愿”，不
让收费，便叫“贡献”，花招不断。 成本又如此之低，乱象如何能够消
弭？
但是，话说回来，有道是“周瑜打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经常被指责
黄盖”，倘若家长不叫屈，主管部门
也就无从整治，所以家长在指责当 “ 不 作 为 ”， 其 实 他 们 也 有 难 言 之
隐，一则教育资源总体紧缺，好的
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时候，也要自我
校长和教师更稀缺得很，主管部门
反思：既然有那么多不满，为什么
难免有所顾忌；二则自己主管的下
不敢站出来抵制学校的错误做法和
属学校出问题，倘若承认了，等于
无理要求？

承认管理不当、领导不力，还不如
能拖则拖，能不管就不管；实在躲
不过了，对当事学校和教师的处
理，往往也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拍
下。如此一来，一些地方的学校和
教师才会屡教不改。
在笔者看来，对于一些地方的
学校和教师要求家长“做贡献”
“自愿捐助”这类歪风邪气，整治
之道只能是，只要基层出了问题，
只要学校出现乱收费问题，不管以
什么名义，以什么形式，一概要问
责，谁主管，谁担责。如此一来，
学校和教师肯定不敢再乱来。这倒
不是基层学校和教师“爱惜”当地
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而是因为他
们成为了犯错受惩处的“利益共同
体”。只有通过这类强有力的治理
手段，才杜绝得了这等巧立名目的
乱收费。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漫话 /

学生信息
每条两毛

王铎

绘

今年暑假开始前，浙江嘉兴一位家长接
到当地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电话，推销一对
一家教辅导业务。让家长纳闷的是，对方能
直接报出孩子的姓名、学校、年级等信息，
这让家长很害怕，于是报了警。
当地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多个教育培训机构
在暗地售卖学生个人信息。据警方统计，遭
泄露的信息共计 50 余万条，包括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班级、家长信息，
十分全面，
而每条
信息均价仅卖两毛钱。警方表示，如果这些
信息被诈骗份子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 快评 /

靠虚假宣传招生无异饮鸩止渴
司马童
承诺发放重庆某高校的大专文
凭，但在招生后却“变脸”，被入学
新生发现仅是网络教育大专文凭。
该民办职业学校是重庆中天 IT 学院
（即 重 庆 市 中 天 科 技 职 业 培 训 学
校），入校新生表示，其在招生宣传
及广告中大打“擦边球”，误导学生
到该校就读。有高考落榜生称，自
己交了近万元学费入读该校，没想
到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工人日
报》 9 月 18 日）
虽是一家非学历教育的民办职
业教育培训机构，但它一则位于重
庆某知名高校的校区内，再则又刻
意宣称发放“大专文凭”，于是就鱼
目混珠地展示出了一副“正宗院
校”的光鲜模样。但“纸是包不住
火的”，高额学费一交，新生陆续进
校，很快便有了受骗上当的感觉。

有些所谓的“民办职校”严格来
说只能称其为培训机构，近年来，由
于各地正规院校也在不断扩招，生源
危机早已浮上台面。由此，这些培训
机构在招生宣传中，有意无意地“拉
大旗作虎皮”
，尽量多地把学生“招”
进来，便成了其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一些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逐渐面
临生存困境也非始于今日，而像重
庆爆出的这种现象，则不过是在生
源争夺中前路越走越窄，只得无视
规则地“饮鸩止渴”罢了。前几
年，随着就业难的加剧，不少地方
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为刺激眼球 、
吸引生源，也曾纷纷抛出过“参加
岗前培训班，就能保证安排去某某
银行工作”“只要参加学校培训 3 个
月，就能安排去某某国企上班，并
缴纳五险一金”等诱饵。现如今，

民办教育及培训机构的
生存之道和活力之源，肯定
不在于挖空心思地去打虚假
宣传的“擦边球”，而必须靠
一以贯之地“苦练内功，以
质取胜”，才能真正在日益激
烈的生源竞争中立足。

这一类型的虚假宣传没了作用，于
是就有了把网络教育文凭吹嘘成学
历教育文凭这种升级版的“障眼
法”。
从某种角度来看，民办教育机
构确实更能体会到“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痛楚。通常情况下，民办
职业培训机构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

渠道：一靠股东自掏腰包，二靠银
行贷款，三靠学费收入。在股东自
有资金投入不足、银行贷款有限的
情况下，学费收入成为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的重要资金来源，生源的多
寡，直接决定着“办学”能否继续
维持下去。所以，现在这类“院
校”在招生宣传中的水分越来越
多，乃至连文凭性质也敢鱼目混
珠，说到底就是被日益稀缺的生源
给“ 逼” 的—— 当 然，即 便 如 此 ，
也不可能成为其虚假宣传、肆意骗
人的堂皇理由。
民办教育需要大力促进，但弄虚
作假显然没有发展前途。而且，倘若
任凭“劣币驱逐良币”，还可能愈加严
重地扰乱竞争秩序，将参与竞争者慢
慢引向歧途。因此，廓清盲区、强化
监管，必须让某些涉嫌虚假宣传的民

办职校和培训机构尝到苦头，直至取
消那些恣意妄为者的办学资格。针
对一些民办培训机构无办学许可仍
滥竽充数，重庆曾经清理出以教育咨
询等名义办理工商登记、实际从事教
育培训的无资质机构数百家，责令其
或整改或关闭。但目前来看，这项
工作显然任重道远。
一是一，二是二，民办教育及
培训机构的生存之道和活力之源，
肯定不在于挖空心思地去打虚假宣
传的“擦边球”，而必须靠一以贯之
地“苦练内功，以质取胜”，才能脱
颖而出，真正在日益激烈的生源竞
争中立足。否则，哪怕有再多的
“ 办 学 妙 计 ”， 施 展 再 多 的 忽 悠 手
段，到头来也不过是加速自身衰
败，甚至彻底被市场淘汰的昏招。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还是让学校少一点折腾
胡乐彪

教育
察

观

今天，要迎接外地某校的参观
考察；明天，又要准备相关部门在
校召开的现场会。这周，要全力以赴
“创建文明城市”
迎检；
下周，
又要大张
旗鼓地参与“行风评议”……其实，何
止如此？还有规范化学校的初评、复
评，
示范校的初查、复查，等等。
如此快节奏、名目繁杂的各类
活动，相信很多学校都不陌生。好
像一所学校不折腾点“动静”出
来，就感觉少点东西似的。
笔者发现，现在很多学校的墙

壁上或厅廊内，都悬挂着“入校即
静”的字样，意在提醒人们“静”
字为先。教师要静心教书，学生要
安静学习。但是，就目前学校实际
情况而言，“宁静”有时只能是一种
理想化状态。
笔者熟悉的一所学校，每学期
接待“慕名而来”者或承接各类活
动 的 次 数 达 50 次 之 多 。 每 有 “ 活
动”时，学校便要下发通知调课，大
张旗鼓地让学生打扫卫生、排练文艺
节目，有关教师要准备观摩课、公开
课。相关处室要介绍特色活动的具体
操作性，校领导要出面介绍学校基本
情况和发展，且要陪同来访者四处参
观。为了应付这些活动，老师们每天
忙得昏天黑地，甚至要挤出很多私人
时间，才能完成学校交办的任务。为
预防某个环节出差错，很多校长和老

学校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
任，本应以教育教学为中心。
试问，有些学校每天又有多少
时间是真正花在教育教学上，
有多少精力是耗在和教育没有
多少关联、甚至根本就没有关
系的事情上？

习，离不开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
关起门来办学肯定行不通。按说，
一些学校为了提高知名度，抓住时
机展示自己无可厚非。可是，有些
学校却不顾实际让师生加班加点，
导致他们身心俱疲。这还不算，有
些学校为了显示“实力”，不顾实际
追求“高大上”，接待上自然要花费
颇大，让本就捉襟见肘的经费更是
雪上加霜。究其原因，自然是“面
子工程”的心理作祟。
学校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
师要准备到半夜……
本应以教育教学为中心。试问，有
源源不断的检查、考察，没完没
些学校每天又有多少时间是真正花
了的参观项目，让学校一时难以承
在教育教学上，有多少精力是耗在
受，使学校原本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
和教育没有多少关联、甚至根本就
严重干扰，师生员工的作息规律被打
没有关系的事情上？在笔者看来，
乱，宁静的校园也变得异常热闹。
众 所 周 知 ， 一 所 学 校 的 发 展 ， 现在这个“中心”在有些学校好像
有点跑偏，正业变成了副业。由于
离不开与兄弟学校的交流与相互学

某些学校“掌舵人”的认识上存在
欠缺，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经费
都放在对付检查或“面子工程”
上，从而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大打折扣，导致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教学质量直至教育的诚信度大
打折扣。就学校而言，不要动辄靠
承接活动出名，因为当自以为某项
工作不错时，其实离推广经验还有
很大差距，仍需要不停地踏实苦
干，潜心探索，逐渐积淀。
在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不
要动不动就去学校安排这活动那工
作，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应少些再
少些。因为，学校的精力毕竟有
限，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需要
有条不紊。总之，应该让学校真正
安静起来。
（作者系本报特约通讯员）

据媒体报道，为继续深化治理中小学有偿
补课问题，贵州省教育厅规定，违规学校在一
年内累计受到两次书面警告的，由上级教育行
政部门在系统内通报批评，校长年度考核认定
为不合格；若学校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省
教育厅将给予降类或取消该校“省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称号处罚。这被很多人解读为教师参
与有偿补课，校长需要“连坐”，一时引来纷
纷议论。本期微话题，我们选择了两篇不同观
点的文章，以飨读者。

“连坐”
政策效果可期
许艳丽
2014 年，教育部出台六条禁令，划出七
条红线，严令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纷纷出台配套措施。
但仍有部分教师利欲熏心，顶风违纪，将补课
活动由公开转到地下，给治理工作带来一定难
度。如果任由少数教师参与有偿补课，可能造
成有偿补课现象大面积反弹。在这样的背景
下，贵州省教育厅出台的“连坐”政策，具有
一定积极意义。
有人说，这是“教师有病，校长吃药”。
其实不然，教师的有偿补课行为虽在八小时之
外，但仍与学校息息相关。一则，校长是教师
的直接管理者，学校教师顶风作案，校长难辞
其咎。二则，学生补不补课，到哪里补课，哪
些教师参与有偿补课，校长完全能够通过一定
的途径掌握情况。
事实上，“连坐”政策在一些地方已全面
实施，笔者所在的县就是其中一例。近几年，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与纪检部门严令禁止有偿补
课，但依然屡禁不止。去年新局长上任后，明
确实施问责校长的制度，几位城区大校的校长
因教师补课问题受到处分，一时间，有偿补课
之风得到了全面遏制。起先，一些校长不理
解，社会亦为校长叫屈，但事实证明，“连
坐”制度不仅端正了校长的态度，而且震慑了
参与有偿补课的教师。
当然，实施“连坐”政策，也要充分为校
长考虑，维护校长正当利益。在严格治理的同
时，要分清责任，明辨是非。对于不闻不问、
知情不报、恣意纵容、治理不力的校长不仅要
实施“连坐”，而且要严肃查处；对于及时排
查、发现上报、内部劝阻却无济于事的，则要
分清情况，理清责任。因为“连坐”的目的不
是处理校长，而是督促校长积极治理有偿补
课。
治理教师有偿补课，关键是政策的导向与
执行力，学校是治理工作的前沿阵地，校长是
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不履行职责，再严的
政策也容易流于形式。
“连坐”政策看似过于严
格，却将学校治理有偿补课的内驱力充分调动
起来。当教师的补课行为与校长的帽子、位子
挂上了钩，校长就会想方设法，广泛宣传政
策，畅通举报渠道，严格摸排措施，将治理工
作做实、做细，如此一来，效果可期。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禁补”还须抓源头
胡欣红
教师有偿补课是个老大难问题。对此，各
级各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年年强调，划“红
线”也好，“零容忍”也罢，但收效并不理
想。在这样的情形下，“校长连坐”作为“禁
补绝招”横空出世。
去年年底，陕西省教育厅就曾祭出“校长
连坐”的大招，对查实有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
课行为的学校，要追究学校主要领导责任，一
律停职检查，情节严重者，调离校长岗位。文
件公布之后，一度引发热议。
反对者抨击此举“用力过度”，缺乏法律
依据，有悖法治精神。支持者则认为这是一剂
猛药，一旦将校长的“乌纱帽”和教师有偿补
课联系在一起，足以有效倒逼校长认真履行监
管职责。
那么，“校长连坐”这一“禁补绝招”真
的能有药到病除之功效吗？以笔者之见，重典
固然能形成一定震慑，但并不足以改变大局。
在现实中，即便校长为了保住“乌纱帽”
切实行动起来，效果也未必理想。“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对于教师的业余时间安排，
校长怎可能一一掌控监督？换言之，只要有偿
补课的市场需求依旧强劲，无论校长怎样严防
死守，都会有老师在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险。
从根本上讲，“校长连坐”立足于“封
堵”而不是“疏导”。靠“市长”（行政力量）
强行干预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治理
有偿补课，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在应试教育大
环境下，应当直面有偿补课存在巨大市场的客
观现实，进而酌情对学校教育进行一定调整。
一言以蔽之，如果公立教育体系能提供高
质量的“公益”性质的辅导，有偿补课市场还
能这么红火吗？与其把人力、物力、财力耗费
在查处和防范有偿补课上，不如从源头入手，
开动脑筋争取让其自然消亡。在全民重视教育
和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形下，这究竟是
意识问题还是经费问题？值得思量。
因此，透过有偿补课的红火，切实反思当
下学校教育之不足以及如何有效弥补，才是根
治有偿补课的正确思路。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或许触摸到教育供给侧改革入口的“契机”就
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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